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1 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152)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３段355號
[8121]金屬製造設備操作人

員
技術員        28,000 10

2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61359)嘉義縣朴子市新吉庄536號 [3522]電信工程技術員 助理工程師        26,000 1

3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廳服務員        24,000 10

4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廳廚房助手        24,000 5

5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5199]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

工作人員
房務員        24,000 6

6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1411]旅館經理人員 房務部儲備幹部        24,000 4

7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廳服務員        24,000 10

8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廳廚房助手        24,000 5

9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5199]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

工作人員
房務員        24,000 6

10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60號 [1411]旅館經理人員 房務部儲備幹部        24,000 4

11 中佑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1752)臺南市仁德區新田二街26號

(82151)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五路88號2樓

A03室

[3322]商業銷售代表 業務專員        30,000 1

12 中佑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1752)臺南市仁德區新田二街26號

(82151)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五路88號2樓

A03室

[2141]工業及生產工程師 設備工程師        30,000 1

13 元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三路61號 [3322]商業銷售代表 國外業務專員        30,000 2

14 元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三路61號 [3114]電子工程技術員 助理工程師        28,000 2

15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3247)雲林縣虎尾鎮科虎三路18號 [3135]金屬生產製程控制員 生產技術員        25,000 6

16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3247)雲林縣虎尾鎮科虎三路18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保助理工程師        26,000 1

17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3247)雲林縣虎尾鎮科虎三路18號 [2151]電機工程師 工程師        28,000 1

18
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

司

(61252)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

路10號
[3111]物理及化學技術員 品保助理        26,000 4

19
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

司

(61252)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

路10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業務專員        26,000 1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20
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

司

(61252)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

路10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業務助理        26,000 6

21 友暘科技有限公司

(70448)臺南市北區公園路1074巷2號2

樓

(42881)臺中市大雅區科雅六路1號

[2151]電機工程師 自動化設備工程師        26,400 8

22 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72042)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31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包裝員        24,310 1

23 太穩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10樓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內場人員        28,000 1

24 太穩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10樓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人員        28,000 1

25 日月餐飲 (64341)雲林縣林內鄉中山路35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4,000 1

26
日立化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48)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西路16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產線直接人員        25,130 10

27
日立化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48)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西路16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品質檢驗人員        25,130 3

28
日立化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48)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西路16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品質控制人員        25,130 3

29
日立化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48)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西路16號 [2152]電子工程師 品保工程師        28,000 2

30
日立化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2048)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西路16號 [1322]製造經理人員 儲備主管        40,000 2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1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1051)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杏子

豬排信義威秀)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8號2樓(杏

子豬排新莊幸福)

(1106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

樓(杏子豬排微風信義)

(10351)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4樓

(杏子豬排台北京站)

(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B1(杏子豬排板橋環球)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杏

子豬排北車微風)

(23144)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1樓

(杏子豬排新店家樂福)

(33859)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5樓

(杏子豬排桃園台茂)

(11088)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大阪

王將松山潤泰)

(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4號1樓(大

阪王將中和)

(33845)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50號及52號

(段純貞桃園南崁)

(32085)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76號(段純

貞中壢九和)

(10550)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服務人員        28,000 10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2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1051)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杏子

豬排信義威秀)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8號2樓(杏

子豬排新莊幸福)

(1106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

樓(杏子豬排微風信義)

(10351)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4樓

(杏子豬排台北京站)

(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B1(杏子豬排板橋環球)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杏

子豬排北車微風)

(23144)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1樓

(杏子豬排新店家樂福)

(33859)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5樓

(杏子豬排桃園台茂)

(11088)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大阪

王將松山潤泰)

(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4號1樓(大

阪王將中和)

(33845)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50號及52號

(段純貞桃園南崁)

(32085)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76號(段純

貞中壢九和)

(10550)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5120]廚師 內場人員        28,000 10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3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1051)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杏子

豬排信義威秀)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8號2樓(杏

子豬排新莊幸福)

(1106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

樓(杏子豬排微風信義)

(10351)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4樓

(杏子豬排台北京站)

(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B1(杏子豬排板橋環球)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杏

子豬排北車微風)

(23144)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1樓

(杏子豬排新店家樂福)

(33859)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5樓

(杏子豬排桃園台茂)

(11088)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大阪

王將松山潤泰)

(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4號1樓(大

阪王將中和)

(33845)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50號及52號

(段純貞桃園南崁)

(32085)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76號(段純

貞中壢九和)

(10550)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30,000 4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4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1051)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杏子

豬排信義威秀)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8號2樓(杏

子豬排新莊幸福)

(1106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

樓(杏子豬排微風信義)

(10351)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4樓

(杏子豬排台北京站)

(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B1(杏子豬排板橋環球)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杏

子豬排北車微風)

(23144)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1樓

(杏子豬排新店家樂福)

(33859)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5樓

(杏子豬排桃園台茂)

(11088)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大阪

王將松山潤泰)

(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4號1樓(大

阪王將中和)

(33845)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50號及52號

(段純貞桃園南崁)

(32085)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76號(段純

貞中壢九和)

(10550)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服務人員        28,000 10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5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1051)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杏子

豬排信義威秀)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8號2樓(杏

子豬排新莊幸福)

(1106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

樓(杏子豬排微風信義)

(10351)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4樓

(杏子豬排台北京站)

(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B1(杏子豬排板橋環球)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杏

子豬排北車微風)

(23144)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1樓

(杏子豬排新店家樂福)

(33859)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5樓

(杏子豬排桃園台茂)

(11088)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大阪

王將松山潤泰)

(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4號1樓(大

阪王將中和)

(33845)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50號及52號

(段純貞桃園南崁)

(32085)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76號(段純

貞中壢九和)

(10550)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5120]廚師 內場人員        28,000 10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6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1051)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杏子

豬排信義威秀)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8號2樓(杏

子豬排新莊幸福)

(1106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

樓(杏子豬排微風信義)

(10351)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4樓

(杏子豬排台北京站)

(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B1(杏子豬排板橋環球)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杏

子豬排北車微風)

(23144)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1樓

(杏子豬排新店家樂福)

(33859)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5樓

(杏子豬排桃園台茂)

(11088)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大阪

王將松山潤泰)

(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4號1樓(大

阪王將中和)

(33845)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50號及52號

(段純貞桃園南崁)

(32085)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76號(段純

貞中壢九和)

(10550)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30,000 4

37 占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和路7號 [9320]製造勞力工 作業員        26,000 19

38 占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和路7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工程師        26,000 5

39 占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和路7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儲備幹部        26,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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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占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和路7號 [3122]製造監督人員 基礎幹部        26,000 6

41 占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和路7號
[7993]非食品飲料產品分級

及檢查人員
技術員        26,000 6

42 台南大同二精剪屋

(70846)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196號1樓

(73050)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312號1樓

(71742)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602號

(70263)臺南市南區大同路２段426號

(70171)臺南市東區崇德路512號

(70157)臺南市東區東門路3段2號

[5140]美髮、美容及造型設

計有關工作人員
美髮設計師        24,000 4

43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一號 [2432]公關專業人員 業務助理        24,000 1

44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一號 [5120]廚師 廚務人員        24,000 1

45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一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服務人員        24,000 1

46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一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採購人員        24,000 1

47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一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大廳服務員        24,000 1

48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一號
[3513]電腦網路及系統技術

員
資訊人員        26,000 1

49 台南市產業總工會 (71242)臺南市新化區中興路722號
[3412]社會工作助理專業人

員
社區大學專員        25,000 1

50

台南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附

設臺南市私立直加弄非營利

幼兒園(臺南市政府委託辦

理)

(74557)臺南市安定區大同里6鄰46-2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5,000 2

51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五路63號 [3323]採購員 採購        28,000 1

52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五路63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企劃        32,000 1

53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五路63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財務採購助理        28,000 1

54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五路63號 [4321]存貨事務人員 倉儲管理        28,000 2

55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11577)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４段768巷

1弄18號1樓
[2172]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 設計師        32,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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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11577)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４段768巷

1弄18號1樓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專案企劃        32,000 1

57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10048)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

(80282)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號

(70250)臺南市南區西門路１段689巷1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商品銷售人員        25,100 6

58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70250)臺南市南區西門路１段689巷1 [9901]食品烹調助手 內場人員        25,100 2

59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70250)臺南市南區西門路１段689巷1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人員        25,100 2

60 台灣托佑國際有限公司 (63256)雲林縣虎尾鎮頂南410號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儲備幹部        28,000 1

61 台灣托佑國際有限公司 (63256)雲林縣虎尾鎮頂南410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業務助理        25,000 1

62 台灣托佑國際有限公司 (63256)雲林縣虎尾鎮頂南410號
[8193]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

人員
印刷專員        25,000 1

63
左阜右邑興達餐飲事業有限

公司
(60093)嘉義市西區興達路394、396號 [1412]餐廳經理人員 儲備店經理        40,000 1

64
左阜右邑興達餐飲事業有限

公司
(60093)嘉義市西區興達路394、396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30,000 3

65 左阜右邑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60054)嘉義市西區新民路618號1、2樓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30,000 2

66 左阜右邑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60054)嘉義市西區新民路618號1、2樓 [1412]餐廳經理人員 儲備店經理        40,000 1

68 巨宣科技有限公司
(74147)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12號

R0201(育成中心)

[3513]電腦網路及系統技術

員
工程師        36,000 1

69
永芳鐵鍊五金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
(71149)臺南市歸仁區民生南街２段1號

[8121]金屬製造設備操作人

員
技術員        24,000 6

70
永芳鐵鍊五金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
(71149)臺南市歸仁區民生南街２段1號

[8121]金屬製造設備操作人

員
技術員        24,000 7

71
永芳鐵鍊五金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
(71149)臺南市歸仁區民生南街２段1號

[8121]金屬製造設備操作人

員
技術員        24,000 6

72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88號 [2151]電機工程師 開發工程師        3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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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88號
[8193]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

人員
輪班包裝員        30,000 10

74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88號
[8142]塑膠製品機械操作人

員
輪班技術員        30,000 18

75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88號 [2141]工業及生產工程師 製程工程師        25,000 4

76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88號
[7993]非食品飲料產品分級

及檢查人員
輪班品保員        30,000 6

77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3299]未分類其他醫療保健

助理專業人員
團膳營養師助理        25,000 4

78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3299]未分類其他醫療保健

助理專業人員
團膳營養師助理        25,000 4

79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9901]食品烹調助手 團膳事務員        24,000 6

80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9901]食品烹調助手 團膳事務員        24,000 4

81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物管助理        24,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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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物管助理        24,000 5

83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9901]食品烹調助手 管灌配膳人員        24,000 6

84 玉膳股份有限公司

(82944)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１段711號

(71004)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72263)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606號

(73657)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9901]食品烹調助手 管灌配膳人員        24,000 4

85 白鹿動畫有限公司
(71045)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52巷62

弄14號

[3439]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

助理專業人員
合成師        24,000 1

92 地家有限公司
(70050)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２段64巷

11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服務專員        25,000 1

93 地涌能源有限公司 (73048)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14-1號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太陽能電機專案工

程師
       30,000 1

94 安力齊貿易有限公司

(33383)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一路8號

(54067)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71號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7-1號

(80050)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64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人員        25,000 4

95 安力齊貿易有限公司

(33383)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一路8號

(54067)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71號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7-1號

[9330]運輸及倉儲勞力工 物流人員        27,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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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6F

(54066)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南六路

(80649)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88號

(70954)臺南市安南區安吉段115-88、

115-9地號

(71841)臺南市關廟區埤子頭段192地號

(72242)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117之26號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11號

(32063)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17號

(70844)臺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305號對

面

(70845)臺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592巷11

號

[3123]營造監督人員 營建機電工程師        27,000 6

97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7樓 [3118]製圖員 繪圖設計師        25,000 1

98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6F

(32063)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17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4,000 2

99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6F

(54066)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南六路6號

(80649)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88號

(70953)臺南市安南區安吉段115-88、

115-9地號

(71841)臺南市關廟區埤子頭段192地號

(72270)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117之26號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11號

(70844)臺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305號對

面

(70845)臺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592巷11

號

[3123]營造監督人員 營建機電工程師        27,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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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6F

(32063)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16號

(70845)臺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592巷11

號

(54066)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南六路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7,000 2

101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7樓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16F
[3118]製圖員 繪圖設計師        27,000 8

102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592巷11

號

[3295]環境及職業衛生技術

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
       27,000 2

103 自鵬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60646)嘉義縣中埔鄉大義路375巷2弄

43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機械操作員        25,000 6

104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95號

(70443)臺南市北區成功路10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學習推廣專員        25,000 2

105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95號

(70443)臺南市北區成功路10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客服諮詢專員        25,000 2

106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95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教學管理專員        25,000 1

107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出版分公司
(70247)臺南市南區夏林路310巷2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編輯人員        25,000 2

108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出版分公司
(70247)臺南市南區夏林路310巷2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編輯人員        25,000 2

109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出版分公司
(70247)臺南市南區夏林路310巷2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編輯人員        25,000 2

110 玖霖生技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五福路134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        24,000 1

111 私立美樂蒂文理短期補習班 (62244)嘉義縣大林鎮民權路69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培訓老師        26,400 1

112 辰頴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五福路134號
[4999]其他未分類事務支援

人員
品管人員        24,000 2

113 辰頴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五福路134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        24,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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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辰頴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五福路134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技術員        24,000 2

115 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3)臺南市安平區新港路2段777號 [3313]會計助理專業人員 會計助理        24,000 1

116 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3)臺南市安平區新港路2段777號 [5131]飲料調製員 會所吧檯人員        24,000 3

117 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3)臺南市安平區新港路2段777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公關業務人員        25,000 2

118 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3)臺南市安平區新港路2段777號 [3332]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會員秘書        24,000 2

119 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3)臺南市安平區新港路2段777號 [3332]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活動企劃人員        24,000 1

120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50號 [7232]航空器維修人員 系統維修人員        28,000 4

121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50號 [7232]航空器維修人員 結構維修人員        28,000 4

122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50號 [3119]其他工程科學技術員 物料管制人員        28,000 2

123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50號
[4999]其他未分類事務支援

人員
計畫管制人員        28,000 2

124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50號 [3118]製圖員 工程整合人員        28,000 2

125 享明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063)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２段839

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內場人員        28,000 2

126 享明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063)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２段839

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人員        28,000 2

130 奇咖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２段66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        24,000 5

131 奇咖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２段66號 [5120]廚師 廚師        30,000 3

132 奇咖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２段66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廚房助理人員        25,000 4

133 奇美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701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1號5F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        24,000 2

134 奇美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1號5F

(701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廚房助理人員        25,000 1

135 奇美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701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1號5F
[5120]廚師 廚師        30,000 1

136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7919]其他食品製造及有關

工作人員

食品研發助理研究

員
       26,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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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麵包學徒        24,000 4

138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8160]食品及有關產品機械

操作人員
生產線班組長        25,000 4

139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品管助理工程師        26,000 3

140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現場操作人員        24,000 10

141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7919]其他食品製造及有關

工作人員

食品研發助理研究

員
       26,000 2

142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麵包學徒        24,000 3

143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8160]食品及有關產品機械

操作人員
生產線班組長        25,000 2

144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品管助理工程師        26,000 2

145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82942)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２段51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現場操作人員        24,000 10

146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2399]未分類其他教學專業

人員
DIY活動老師        24,000 3

147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2399]未分類其他教學專業

人員
DIY活動老師        24,000 3

148 宜剛企業社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22巷38

號之5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CNC銑床人員        26,200 1

149 宜剛企業社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22巷38

號之5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CNC龍門銑床人

員
       30,000 1

150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3122]製造監督人員 品管人員        26,200 2

151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3118]製圖員 機械繪圖人員        26,200 2

152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3323]採購員 採購人員        26,200 2

153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4321]存貨事務人員 倉儲作業人員        26,2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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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7212]焊接及切割人員 焊接人員        26,200 2

155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折床人員        26,200 2

156 宜剛機械有限公司 (71741)臺南市仁德區長興一街9-1號
[8322]小客車及小貨車駕駛

人員
送貨司機        26,200 2

157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154)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之13號

(72154)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之20號
[3117]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前段技術員        27,500 25

158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154)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之13號

(72154)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之20號
[3117]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後段技術員        24,500 19

159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154)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之13號

(72154)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口1之20號

[2512]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師
資訊工程師        30,000 1

160 府城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71041)臺南市永康區興工路24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        28,000 2

161 承營營造有限公司 (70141)臺南市東區府連路344巷58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文書人員        24,000 3

162 東新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服務員        24,000 3

163 東新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
[9112]辦公室、旅館及類似

場所清潔工及幫工
房務員        24,000 2

164 東新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842)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廳服務員        24,000 3

165 東祺小吃店 (7084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52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服務員        25,500 3

166 東祺小吃店 (7084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520號 [9901]食品烹調助手 內場人員        25,500 3

167 松井生技開發食品有限公司 (61242)嘉義縣太保市新埤舊埤里5-20號
[7919]其他食品製造及有關

工作人員
品保員        25,000 3

168 松井生技開發食品有限公司 (61242)嘉義縣太保市新埤舊埤里5-20號
[7919]其他食品製造及有關

工作人員
現場包裝員        24,000 4

169 松井生技開發食品有限公司 (61242)嘉義縣太保市新埤舊埤里5-20號
[7919]其他食品製造及有關

工作人員
品保員        25,000 3

170 玟霖實業社 (70264)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２段317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早晚班門市人員        26,4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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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玟霖實業社 (70264)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２段317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早晚班門市人員        26,400 1

172 金寶書局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編目加工        25,400 4

173 金寶書局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業務助理        25,400 2

174 金寶書局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3323]採購員 採購        25,400 2

175 金寶書局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編目加工        24,000 3

176 金寶書局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業務助理        24,000 2

177 金寶書局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3323]採購員 採購        24,000 1

178 長宏電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5346)雲林縣口湖鄉鱉潭5之1號

(63253)雲林縣虎尾鎮興南492號

(63743)雲林縣崙背鄉東興154之101號

(60071)嘉義市東區義教東路39號

(60664)嘉義縣中埔鄉樹頭埔36-7號

(90841)屏東縣長治鄉復華街215巷5號

(40849)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３段1巷

142-7號

(63746)雲林縣崙背鄉阿勸村中厝43之

11號

(50068)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３段436號

1樓

(60071)嘉義市東區東義路202號

[7421]資訊及通訊設備裝修

人員
電信線路裝設工        24,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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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長宏電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5346)雲林縣口湖鄉鱉潭5之1號

(63253)雲林縣虎尾鎮興南492號

(60664)嘉義縣中埔鄉樹頭埔36-7號

(65147)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33號

(50068)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３段436號

1樓

(60071)嘉義市東區東義路202號

[7421]資訊及通訊設備裝修

人員
電信裝機技術工        24,000 5

180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451)臺南市北區文賢一路77號 [4311]會計及簿記事務人員 行政會計        24,000 1

181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451)臺南市北區文賢一路77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客服人員        24,000 2

182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451)臺南市北區文賢一路77號
[7999]其他未分類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
救生人員        24,000 2

183 冠閣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60088)嘉義市西區忠順一街2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接待服務        24,000 1

184 冠閣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60088)嘉義市西區忠順一街27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禮賓人員        24,000 1

185 冠閣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60088)嘉義市西區忠順一街27號 [5120]廚師 廚房助手        24,000 1

186 冠閣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60088)嘉義市西區忠順一街2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接待服務        24,000 1

187 冠閣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60088)嘉義市西區忠順一街27號
[9112]辦公室、旅館及類似

場所清潔工及幫工
房務清潔人員        24,000 1

189

威爾森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附設臺南市私立威爾森人

文藝術幼兒園

(70173)臺南市東區崇德十六街17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3

190

威爾森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附設臺南市私立威爾森人

文藝術幼兒園

(70173)臺南市東區崇德十六街17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3

191 宥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443)臺南市六甲區和平街185之7號 [4322]生產事務人員 現場作業員        24,000 3

192 宥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443)臺南市六甲區和平街185之7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4,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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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昱森企業有限公司 (71151)臺南市歸仁區沙崙522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技術員        24,000 2

194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中華分公司

(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２段１９

７號Ｂ１、Ｂ３，２０１號之１，１８

５巷１６號Ｂ１

[1491]運動、休閒及文化中

心經理人員
健體顧問        23,100 2

195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中華分公司

(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２段１９

７號Ｂ１、Ｂ３，２０１號之１，１８

５巷１６號Ｂ１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會員服務專員        30,000 1

196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中華分公司

(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２段１９

７號Ｂ１、Ｂ３，２０１號之１，１８

５巷１６號Ｂ１

[3422]運動、健身及休閒娛

樂指導員
私人教練        23,100 2

197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中華分公司

(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２段１９

７號Ｂ１、Ｂ３，２０１號之１，１８

５巷１６號Ｂ１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接待人員        25,000 1

198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開元分公司
(70442)臺南市北區開元路457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接待人員        25,000 2

199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開元分公司
(70442)臺南市北區開元路457號

[3422]運動、健身及休閒娛

樂指導員
私人教練        23,100 2

200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開元分公司
(70442)臺南市北區開元路457號 [7412]電力機械裝修人員 工務人員        34,000 1

201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開元分公司
(70442)臺南市北區開元路457號

[1491]運動、休閒及文化中

心經理人員
健體顧問        23,100 1

202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開元分公司
(70442)臺南市北區開元路457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會員服務專員        30,000 1

203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德安分公司

(70167)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360號

7樓

[1491]運動、休閒及文化中

心經理人員
健體顧問        23,100 2

204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德安分公司

(70167)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360號

7樓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接待人員        25,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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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德安分公司

(70167)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360號

7樓

[3422]運動、健身及休閒娛

樂指導員
私人教練        23,100 2

206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分公司
(70850)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2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接待人員        25,000 2

207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分公司
(70850)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2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會員服務專員        30,000 1

208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分公司
(70850)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2號

[1491]運動、休閒及文化中

心經理人員
健體顧問        23,100 2

209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分公司
(70850)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2號

[3422]運動、健身及休閒娛

樂指導員
私人教練        23,100 2

210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分公司
(70850)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2號 [7412]電力機械裝修人員 工務人員        34,000 1

211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60050)嘉義市西區新榮路236號、240

號2至4樓及238號5樓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接待人員        25,000 2

212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60050)嘉義市西區新榮路236號、240

號2至4樓及238號5樓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會員服務專員        30,000 1

213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60050)嘉義市西區新榮路236號、240

號2至4樓及238號5樓

[1491]運動、休閒及文化中

心經理人員
健體顧問        23,100 2

214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60050)嘉義市西區新榮路236號、240

號2至4樓及238號5樓

[3422]運動、健身及休閒娛

樂指導員
私人教練        23,100 2

215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60050)嘉義市西區新榮路236號、240

號2至4樓及238號5樓
[7412]電力機械裝修人員 工務人員        34,000 1

216
派趣行動整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01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成大技轉

育成中心4F A2)

[2521]資料庫設計師及管理

師

電子商務系統分析

與企劃助理
       27,000 1

217
派趣行動整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01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成大技轉

育成中心4F A2)

[2521]資料庫設計師及管理

師

電子商務系統分析

與企劃專員
       30,000 1

218
派趣行動整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01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成大技轉

育成中心4F A2)

[2521]資料庫設計師及管理

師

電子商務系統分析

與企劃助理
       3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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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約瑟芬教育理財諮詢顧問有

限公司
(70156)臺南市東區崇學路81號6樓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網路廣告行銷專員        26,400 1

220 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7之1號 [9320]製造勞力工 生產人員        24,000 1

221 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7之1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5,000 1

222 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0266)臺南市南區新平路7之1號

(33383)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一路8號

(54067)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71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人員        25,000 4

223 美帥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168)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33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內場人員        28,000 5

224 美帥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168)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33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人員        28,000 5

225 美帥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0168)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33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烘焙人員        28,000 3

226 美琪蘭園
(73191)臺南市後壁區烏樹林里蘭科21

路513號

[6010]農藝及園藝作物栽培

人員
農藝栽培人員        24,000 5

227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

路21號
[4321]存貨事務人員 倉管員        25,200 2

228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9)嘉義縣民雄鄉中興一街7號 [4322]生產事務人員 品管員        26,400 1

229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9)嘉義縣民雄鄉中興一街7號 [3116]化學工程技術員 研究助理        27,600 2

230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4141)新北市三重區三寧街7號 [3322]商業銷售代表 商化人員        27,600 2

231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4141)新北市三重區三寧街11號 [3322]商業銷售代表 業務代表        30,300 2

232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4141)新北市三重區三寧街11號 [4311]會計及簿記事務人員 會計人員        25,200 2

233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2046)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２段141

巷92號2樓
[3322]商業銷售代表 商化人員        27,600 2

234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

路21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營管事務員        27,600 1

235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9)嘉義縣民雄鄉中興一街7號 [4322]生產事務人員 物料設計員        27,600 1

236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9)嘉義縣民雄鄉中興一街7號 [3113]電機工程技術員 機電操作員        25,200 1

237 英士得科技有限公司 (71046)臺南市永康區正南一街92巷26 [2152]電子工程師 研發設計        26,000 6

238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CNC機台操作員        24,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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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8193]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

人員
包裝備料員        24,000 2

240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8193]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

人員
包裝儲備幹部        25,000 2

241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8122]金屬表面處理機械操

作人員
塗裝儲備幹部        25,000 2

242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7212]焊接及切割人員
CO2機械手臂儲備

幹部
       25,000 2

243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3118]製圖員 產品開發工程師        25,000 2

244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2號 [3122]製造監督人員 品管人員        25,000 2

245
香港商加和國際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64064)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３段７６

號
[3323]採購員 採購專員        24,000 6

246
香港商加和國際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64064)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３段７６

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業務專員        24,000 5

247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國外業務專員        32,000 1

248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行銷業務專員        30,000 1

249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專案通路業務專員        30,000 1

250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2512]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師
ERP 軟體工程師        30,000 1

251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管客服助理        28,000 1

252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3323]採購員 採購專員        30,000 1

253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3313]會計助理專業人員 會計人員        27,000 1

254 展晟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86號 [2172]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 產品企劃專員        30,000 1

255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企劃人員        26,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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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1420]批發及零售場所經理

人員
營業幹部        26,000 2

257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2411]會計專業人員 財務人員        26,000 2

258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63號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1號

(70145)臺南市東區衛民街1號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1樓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商品銷售人員        24,000 7

259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5404]保全及警衛人員 安管人員        28,000 2

260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1420]批發及零售場所經理

人員
營業幹部        26,000 3

261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企劃人員        26,000 2

262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63號

(70041)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1號

(70145)臺南市東區衛民街1號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1樓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商品銷售人員        24,000 10

263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5404]保全及警衛人員 安管人員        28,000 3

264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41號

4、5樓
[4321]存貨事務人員 倉管        25,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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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高博士國際有限公司

(10691)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42號

(10683)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36號

(11077)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516

號

(1144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293號

(11267)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185號

(23445)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186號

(25174)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1號

(23663)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46號

(24765)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26號

(23146)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81號

(10485)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102號

(36050)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855號

(40759)臺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九街5號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64號

(71070)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03-2號

(80757)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70號

(90943)屏東縣麟洛鄉民生路311號

(11695)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80號

(11457)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28號

(22055)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57號

(10445)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4-4

號1樓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4,000 32

266 唯仁德快速剪髮屋

(70166)臺南市東區小東路386號

(70450)臺南市北區臨安路２段343號

(71079)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228號

(70450)臺南市北區民德路2號

[5140]美髮、美容及造型設

計有關工作人員
美髮設計師        24,000 4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267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60047)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台人員        24,000 2

268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60047)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夜班櫃台人員        24,000 1

269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60047)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業務人員        24,000 1

270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60047)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早餐服務生        24,000 2

271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60047)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5159]其他場所家事管理員 房務員        24,000 5

272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60047)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設計        24,000 2

273 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4445)臺南市新市區豐華里堤塘港路5

號
[3117]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輪班技術員        26,000 5

274 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4148)臺南市善化區豐華里堤塘港路5

號
[2141]工業及生產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30,000 5

275 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4445)臺南市新市區豐華里堤塘港路5

號
[3117]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技術員        26,000 5

276 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4148)臺南市善化區豐華里堤塘港路5

號
[2141]工業及生產工程師 工程師        32,000 5

277 晨翔興業工廠有限公司 (71747)臺南市仁德區太乙一街5號 [4322]生產事務人員 廠務助理        24,000 1

278 盛發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4069)雲林縣斗六市民享街1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設計        24,000 1

279 眾家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60074)嘉義市東區義教里新生路830號

1樓
[1412]餐廳經理人員 儲備店經理        40,000 1

280 眾家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60074)嘉義市東區義教里新生路830號

1樓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30,000 1

281 眾達行銷服務有限公司 (70165)臺南市東區東寧路552號
[3513]電腦網路及系統技術

員
網路廣告行銷專員        26,400 1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282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3147)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116號

(23153)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２段5號

(11470)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92號

(23147)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116號

(20445)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346號

(97356)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海岸路969

號

(24452)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１段121號

(3338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5號

(3338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6號

(33056)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２段495號

(33056)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390號

(33445)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167號

(33845)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２段156號

(33356)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88號

(33746)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787號

(33746)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785號

(32554)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187

號

(32082)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２段

(32077)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２段5號

(32555)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448號

(32465)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615號

[5199]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

工作人員
儲備站長        25,100 12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283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3147)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116號

(23153)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２段5號

(11470)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92號

(23147)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116號

(20445)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346號

(97356)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海岸路969

號

(24452)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１段121號

(3338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5號

(3338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6號

(33056)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２段495號

(33056)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390號

(33445)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167號

(33845)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２段156號

(33356)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88號

(33746)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787號

(33746)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785號

(32554)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187

號

(32082)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２段

(32077)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２段5號

(32555)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448號

(32465)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615號

[5199]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

工作人員
儲備站長        25,100 15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284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3147)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116號

(23153)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２段5號

(11470)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92號

(23147)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116號

(20445)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346號

(97356)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海岸路969

號

(24452)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１段121號

(3338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5號

(33382)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6號

(33056)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２段495號

(33056)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390號

(33445)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167號

(33845)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２段156號

(33356)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88號

(33746)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787號

(33746)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785號

(32554)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187

號

(32082)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２段

(32077)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２段5號

(32555)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448號

(32465)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615號

[5199]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

工作人員
儲備站長        25,100 15

285 統大汽車精品有限公司 (64047)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265號 [7231]機動車輛維修人員 維修技師        27,000 2

286 統大汽車精品有限公司 (64047)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265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7,000 1

287 統大汽車精品有限公司 (64047)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265號 [7231]機動車輛維修人員 維修技師        27,000 1

288 統大汽車精品有限公司 (64047)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265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6,700 2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289
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關

子嶺分公司
(73255)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28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廳服務員        24,000 4

290
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關

子嶺分公司
(73255)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28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檯員        24,000 4

291
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關

子嶺分公司
(73255)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28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房務員        24,000 4

292 統新汽車百貨有限公司 (73043)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312號1樓 [7231]機動車輛維修人員 技師        27,000 2

293 統新汽車百貨有限公司 (73043)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312號1樓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6,000 2

294 統新汽車百貨有限公司 (73043)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312號1樓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6,000 4

295 覓秘事業有限公司 (71742)臺南市仁德區文善街116號 [5120]廚師 廚房正職人員        25,500 5

296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公

司

(60066)嘉義市東區彌陀路238巷32弄6

號

(10349)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80號三

[2519]其他軟體、應用程式

開發人員及分析師
工程師        28,000 2

297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公

司

(60066)嘉義市東區彌陀路238巷32弄6

號

(10349)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80號三

[2519]其他軟體、應用程式

開發人員及分析師
專案管理師        30,000 1

298 富屋小吃店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189號
[7911]肉類、魚類屠宰及有

關食品處理人員
生鮮吧檯人員        30,800 1

299 富屋小吃店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189號
[7911]肉類、魚類屠宰及有

關食品處理人員
廚房幫廚        26,400 1

300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客務人員        26,000 1

301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工程人員        30,000 1

302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營運行政人員        26,000 1

303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菁英人員        26,000 1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04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人員        26,000 1

305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營運行政人員        26,000 1

306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人員        26,000 1

307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客務人員        26,000 2

308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菁英人員        26,000 1

309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工程人員        30,000 1

310 朝日能源有限公司
(71069)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98之23號

12樓
[3131]發電設備操作員 工程師        27,500 1

311 朝日能源有限公司
(71069)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98之23號

12樓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及企劃人員        27,500 1

312 萊恩科學有限公司
(70458)臺南市北區臨安路２段53號5樓

之10
[3322]商業銷售代表 業務        24,000 1

313 萊鉅富工業有限公司

(71745)臺南市仁德區保安路１段72巷

16號

(74444)臺南市新市區三舍29之2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作業員        24,000 2

314 鄉民火鍋店 (71049)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66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內場人員        28,000 2

315 鄉民火鍋店 (71049)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660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人員        28,000 2

316 雅匠科技有限公司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115號

5樓

[2512]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師
APP工程師        30,000 2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17 匯姿股份有限公司

(60082)嘉義市西區世賢路１段324巷5號附

一

(40444)臺中市北區育才街41號1樓

(42043)臺中市豐原區復興路59號

(40742)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3號

(40444)臺中市北區尊賢街8號

(60045)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21、423號

(60044)嘉義市西區文化路55號

(70055)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２段165號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5樓

(70145)臺南市東區北門路１段173號

(80043)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5號

(80043)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89、91、93號

(81361)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B1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銷售人員        24,000 9

318 匯姿股份有限公司

(60082)嘉義市西區世賢路１段324巷5號附

一

(40444)臺中市北區育才街41號1樓

(42043)臺中市豐原區復興路59號

(40742)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3號

(40444)臺中市北區尊賢街8號

(60045)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21、423號

(60044)嘉義市西區文化路55號

(70055)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2段165號

(70043)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5樓

(70145)臺南市東區北門路１段173號

(80043)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89、91、93號

(81361)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B1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銷售人員        24,000 15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19
匯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門

町一店分公司

(22063)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2巷2弄2號B1

(11162)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0-6號、10-7

號

(22063)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32號1樓

及34號1樓

(10842)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41之1號1-5樓

(22175)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１段99號1

樓

(32081)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136號

(33041)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2號1-4樓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銷售人員        25,000 3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20 愛茉莉太平洋股份有限公司

(40445)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00號-

ETUDE HOUSE(台中一中)

(40445)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10號-

innisfree (台中店)

(40446)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61號1樓-

LANEIGE蘭芝(台中中友)

(40446)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61號B棟-

Sulwhasoo(台中中友店)

(40445)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96號1樓-

LANEIGE蘭芝(台中三民門市)

(40755)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４段251號1

樓-LANEIGE蘭芝(台中大遠百)

(40756)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301號

B1-innisfree (新光中港店)

(40742)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4號-ETUDE

HOUSE(台中逢甲)

(40742)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8號-innisfree

(台中逢甲)

(40756)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301號1

樓-Sulwhasoo(新光中港)

(40360)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２段459號-

innisfree (廣三SOGO店)

(40360)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２段459號1

樓-LANEIGE蘭芝(廣三崇光百貨)

(42056)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42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4,000 50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21 愛茉莉太平洋股份有限公司

(40445)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00號-

ETUDE HOUSE(台中一中)

(40445)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10號-

innisfree (台中店)

(40446)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61號1樓-

LANEIGE蘭芝(台中中友)

(40446)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161號B棟-

Sulwhasoo(台中中友店)

(40445)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96號1樓-

LANEIGE蘭芝(台中三民門市)

(40755)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４段251號1

樓-LANEIGE蘭芝(台中大遠百)

(40756)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301號

B1-innisfree (新光中港店)

(40742)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4號-ETUDE

HOUSE(台中逢甲)

(40742)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8號-innisfree

(台中逢甲)

(40756)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301號1

樓-Sulwhasoo(新光中港)

(40360)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２段459號-

innisfree (廣三SOGO店)

(40360)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２段459號1

樓-LANEIGE蘭芝(廣三崇光百貨)

(42056)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42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4,000 50

322
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71059)臺南市永康區廣興街95巷3號 [3522]電信工程技術員 助理工程師        26,000 4

323
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71059)臺南市永康區廣興街95巷3號

[3511]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

員
網管工程師        25,000 2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24 瑀展實業有限公司 (70059)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３段18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門市人員        24,000 1

325 瑀展實業有限公司 (70059)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３段18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30,000 1

326 義薩芭蒂義式料理 (71083)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服務人員        24,000 5

327 聖旺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576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禮賓接待員        24,000 2

328 聖旺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專員        24,000 1

329 聖旺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576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櫃檯員        24,000 2

330 聖旺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70051)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576號
[9112]辦公室、旅館及類似

場所清潔工及幫工
房務員        24,000 1

331 嘉義經國新城精剪屋

(60097)嘉義市西區德明路81號1樓

(60057)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83號

(60041)嘉義市西區中山路579號

[5140]美髮、美容及造型設

計有關工作人員
美髮設計師        24,000 2

332 嘉義縣私立全美幼兒園 (60659)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５段813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9,000 2

333 嘉義縣私立全美幼兒園 (60659)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５段813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助理教保員        24,000 2

334 嘉義縣私立耶米幼兒園 (62244)嘉義縣大林鎮民權路69號
[4999]其他未分類事務支援

人員
助理員        26,400 1

335
嘉義縣私立資優生文理短期

補習班
(60851)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560號5樓

[2399]未分類其他教學專業

人員
安親課輔        24,000 2

336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一路15號

[3117]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現場技術員        24,500 3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37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一路15號

[3117]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保養技術員        24,500 4

338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一路15號

[2151]電機工程師 生產工程師        30,000 1

339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146]採礦工程師、冶金學

及有關專業人員
研發工程師        30,000 2

340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4322]生產事務人員 生管人員        24,500 2

341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519]其他軟體、應用程式

開發人員及分析師
資訊人員        24,500 1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42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411]會計專業人員 財務人員        30,000 2

343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421]組織及政策管理專業

人員
稽核人員        30,000 2

344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3135]金屬生產製程控制員 品檢技術員        24,500 2

345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一路15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保工程師        30,000 2

346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企劃人員        30,000 2



製表日期： 2019/5/17

最新詳細職缺請至青年職訓資源網查詢

編號 訓練單位名稱 實際訓練單位地址 訓練職類 訓練職稱
訓練期間

薪資(月)

尚待媒合

人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有效職缺表

347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工安人員        30,000 2

348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54)臺南市新營區新中路35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工二路10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環園西路２段1、

2、6號

(73659)臺南市柳營區腳腿仔大道13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設備工程師        30,000 2

349 福隆玻璃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62157)嘉義縣民雄鄉中華路89號
[8151]纖維準備、紡紗、併

紗及撚線機械操作人員
紡絲技術員        28,000 8

350 福隆玻璃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62157)嘉義縣民雄鄉中華路89號
[8151]纖維準備、紡紗、併

紗及撚線機械操作人員
捻線技術員        28,000 7

351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國貿專員        26,000 4

352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國內業務助理        24,000 1

353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企劃專員        26,000 1

354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9330]運輸及倉儲勞力工 倉管人員        28,000 1

355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9330]運輸及倉儲勞力工 物控專員        28,000 1

356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國貿專員        26,000 4

357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4229]其他顧客資訊事務人

員
國內業務助理        24,000 1

358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企劃專員        26,000 1

359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9330]運輸及倉儲勞力工 倉管人員        28,000 1

360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8)臺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7號 [9330]運輸及倉儲勞力工 物控專員        28,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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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綠色大地有機農事有限公司
(70946)臺南市安南區環館一路與慶和

東路交叉口

[6010]農藝及園藝作物栽培

人員
農業技術士        28,000 2

362 綠祺小吃店 (70465)臺南市北區育德二路259、261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服務員        25,500 3

363 綠祺小吃店 (70465)臺南市北區育德二路259、261 [9901]食品烹調助手 內場人員        25,500 3

364 聚握可茶飲店 文南店 (70253)臺南市南區文南路339號 [5131]飲料調製員 門市正職人員        24,000 1

365 臺南市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74544)臺南市安定區港尾里15-12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2

366
臺南市私立方圓文理短期補

習班
(70451)臺南市北區文賢二街453,455號

[2395]升學及就業補習班教

師
課輔老師        24,000 5

367
臺南市私立方圓文理短期補

習班
(70451)臺南市北區文賢二街453,455號

[2399]未分類其他教學專業

人員
美語老師        24,000 2

368 臺南市私立方圓幼兒園 (70451)臺南市北區文賢二街461,457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3

369
臺南市私立百分百文理短期

補習班
(70250)臺南市南區大成路２段148號 [4995]教育有關事務人員 行政助理        24,000 1

370 臺南市私立佳里劍橋幼兒園 (72258)臺南市佳里區公園路12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1

371 臺南市私立佳里劍橋幼兒園 (72258)臺南市佳里區公園路12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1

372 臺南市私立泑潛幼兒園 (72247)臺南市佳里區安西里134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1

373
臺南市私立哈佛人文藝術幼

兒園
(72343)臺南市西港區新興街107巷50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4,000 1

374
臺南市私立哈佛人文藝術幼

兒園
(72343)臺南市西港區新興街107巷50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4,000 1

375
臺南市私立哈佛人文藝術幼

兒園
(72343)臺南市西港區新興街107巷50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600 1

376
臺南市私立哈佛人文藝術幼

兒園
(72343)臺南市西港區新興街107巷50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600 2

377
臺南市私立威爾森德高幼兒

園
(70170)臺南市東區永東街58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2

378
臺南市私立威爾森德高幼兒

園
(70170)臺南市東區永東街58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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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臺南市私立意文幼兒園
(70959)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６段20巷1

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助理教保員        24,000 2

380 臺南市私立愛力特幼兒園
(74161)臺南市善化區胡厝寮胡家里100

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1

381 臺南市私立灣裡街幼兒園 (74169)臺南市善化區光文路3號 [2332]學前教育人員 教保員        24,000 2

382 蜜蕾有限公司

(70007)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１段658號

(新天地)

(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１段366號

(南紡誠品)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4,000 1

383 遠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80)嘉義市東區忠孝路752號

(62149)嘉義縣民雄鄉頭橋工業區工業

一路1號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技術員        25,000 5

384 遠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80)嘉義市東區忠孝路752號

(62149)嘉義縣民雄鄉頭橋工業區工業

一路1號

[8199]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
技術員        25,000 5

385 銀穗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49)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42號5樓

(70245)臺南市南區西門路１段658號2

樓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服務人員        28,000 15

386 億世國際有限公司

(73041)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231巷17號

(73050)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251號B1

(73049)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3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5,100 1

387 億世國際有限公司

(73041)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231巷17號

(73050)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251號B1

(73049)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3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人員        25,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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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億進寢具企業有限公司

(60054)嘉義市西區新民路733號

(60085)嘉義市西區八德路260號

(6404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00號

(65141)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158號

(63242)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270號

(70448)臺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120-1號

(70459)臺南市北區文賢路369號

(70460)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279號

(73052)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582號

(71080)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990號

(72141)臺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20號

(74151)臺南市善化區中正路155號

(72254)臺南市佳里區新生路68號

(71049)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731號

(70168)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21號

(71051)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36號

(70163)臺南市東區裕農路891號 

(70249)臺南市南區尊南街228號

(70263)臺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231號

(71742)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235號

(70254)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222號

(81149)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711號

(80786)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80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門市服務員        25,000 33

389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4910]人事事務人員 人資專員        24,000 2

390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3113]電機工程技術員 工務部專員        24,000 2

391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4999]其他未分類事務支援

人員
行政後勤專員        24,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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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9112]辦公室、旅館及類似

場所清潔工及幫工
房務部專員        24,000 2

393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4222]接待員及服務台事務

人員
客服部專員        24,000 2

394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2411]會計專業人員 會計部專員        24,000 2

395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5299]未分類其他銷售及展

示工作人員
業務部專員        24,000 6

396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3511]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

員
資訊部專員        24,000 2

397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4999]其他未分類事務支援

人員

機台保養及職安人

員
       24,000 2

398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外場人員        24,000 9

399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64645)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67號 [5120]廚師 餐飲內場人員        24,000 9

400 趣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0344)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１段100號

1樓

(80343)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號C6-4倉

庫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五路65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商品銷售人員        25,100 2

401 趣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80343)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號C6-4倉

庫
[9901]食品烹調助手 內場人員        25,100 1

402 趣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80343)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號C6-4倉

庫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人員        25,100 1

403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25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射出成型技術員        24,000 4

404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25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電鍍噴漆技術員        24,000 4

405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 [2141]工業及生產工程師 製程改善工程師        28,000 3

406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25號 [4321]存貨事務人員 儲運管理師        25,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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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25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管工程師        25,000 2

408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2434]醫療及其他技術銷售

專業人員
業務助理        25,000 1

409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2434]醫療及其他技術銷售

專業人員
業務專員        30,000 2

410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技術員        25,000 2

411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3139]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助理工程師        30,000 2

412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3119]其他工程科學技術員 品檢技術員        25,000 2

413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3119]其他工程科學技術員 品檢助工        30,000 2

414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採購助理        25,000 1

415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採購專員        30,000 1

416 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臺南市仁德區民生路12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生管助理        25,000 2

417 錦成機械有限公司
(61451)嘉義縣東石鄉西崙村栗子崙375

號

[8121]金屬製造設備操作人

員
工程員        24,000 1

418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157)臺南市善化區文昌路107巷17弄

15號

(42878)臺中市大雅區雅秀路41-5號

(30841)新竹縣寶山鄉大崎一路120巷6

[3122]製造監督人員 監工工程師        30,000 8

419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841)新竹縣寶山鄉大崎一路120巷6

號

(42878)臺中市大雅區雅秀路41-5號

(74157)臺南市善化區文昌路107巷17弄

[3122]製造監督人員 工安管理師        30,000 8

420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157)臺南市善化區文昌路107巷17弄

15號

(42878)臺中市大雅區雅秀路41-5號

(30075)新竹縣寶山鄉大崎一路120巷6

[3122]製造監督人員 品保工程師        30,000 7

421 霖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

路6號
[3114]電子工程技術員 技術員        25,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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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霖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

路6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辦公室事務員        26,000 1

423 霖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154)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

路6號
[4311]會計及簿記事務人員 事務員        25,000 2

424 龍亭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新市區創業路28號4F [2152]電子工程師 韌體工程師        33,000 8

425 龍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041)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818號

(71041)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75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作業員        24,000 10

426 龍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041)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818號

(71041)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75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事務專員        25,000 10

427 龍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041)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818號

(71041)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75號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事務專員        25,000 10

428 龍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041)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818號

(71041)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75號

[9909]未分類其他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
作業員        24,000 10

429 優仕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646)嘉義縣中埔鄉大義路658號2樓
[2512]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師
軟體工程師        30,000 1

430 優仕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646)嘉義縣中埔鄉大義路658號2樓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企劃專員        30,000 1

431 濟瓏實業有限公司 (63845)雲林縣麥寮鄉明德街21號
[7429]其他電子設備裝修人

員
現場工程師        24,000 1

432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研發工程師        40,000 3

433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磊晶工程師-36        36,000 3

434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磊晶工程師-38        38,000 3

435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磊晶助理工程師-

28
       28,000 3

436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磊晶助理工程師-

30
       30,000 3

437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質量測工程師-

36
       36,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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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質量測工程師-

38
       38,000 3

439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質量測助理工程

師-28
       28,000 3

440 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44)臺南市善化區南科九路12號 [2149]其他工程專業人員
品質量測助理工程

師-30
       30,000 3

441 聯宸科技有限公司
(74191)臺南市善化區陽光南一路二巷

40號(依實際案場移地施工)
[3112]營建工程技術員 配管暨測試工程師        25,600 3

442 聯宸科技有限公司
(74191)臺南市善化區陽光南一路二巷

40號(依實際案場移地施工)
[3112]營建工程技術員 配管暨測試工程師        25,600 3

443 聯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74146)臺南市新市區環東路１段31巷2

號3樓
[2151]電機工程師 醫材研發工程師        32,000 1

444 聯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74146)臺南市新市區環東路１段31巷2

號3樓
[2113]化學專業人員 試劑研發工程師        32,000 1

445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編目加工        25,400 3

446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業務助理        25,400 4

447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3323]採購員 採購        25,400 2

448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企劃美編        25,400 1

449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編目加工        24,000 3

450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4130]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

人員
業務助理        24,000 4

451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3323]採購員 採購        24,000 2

452 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0254)臺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3號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企劃美編        24,000 1

453 鴻旺百貨有限公司 (70459)臺南市北區文賢路763號
[2433]資訊及通訊技術銷售

專業人員
網路行銷企劃        26,4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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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鴻鷹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71052)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89-51號11

樓 (隨團移地訓練)
[5113]嚮導人員 業務領隊        30,000 1

455 鴻鷹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71052)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89-51號11

樓
[4110]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行政人員        27,000 1

456 簡良宇實業社

(70055)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97號

(70456)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92號

(70163)臺南市東區裕文路76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早晚班門市人員        26,400 2

457 簡良宇實業社

(70055)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97號

(70456)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92號

(70163)臺南市東區裕文路76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大夜班門市人員        28,800 1

458 簡良宇實業社

(70055)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97號

(70456)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92號

(70163)臺南市東區裕文路76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大夜班門市人員        28,800 1

459 簡良宇實業社

(70055)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97號

(70456)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92號

(70163)臺南市東區裕文路76號

[5220]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早晚班門市人員        26,400 2

460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442)臺南市新市區國際路17號4樓之

2

[8160]食品及有關產品機械

操作人員

益生菌生產工程師

_台南廠
       28,000 2

461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442)臺南市新市區國際路17號4樓之

2

[8160]食品及有關產品機械

操作人員
益生菌包裝工程師        26,000 1

462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158)嘉義縣民雄鄉新生街10號
[8160]食品及有關產品機械

操作人員

益生菌生產工程師

_嘉義廠
       28,000 2

463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442)臺南市新市區國際路17號4樓之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助理專員        30,000 1

464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442)臺南市新市區國際路17號4樓之

2

[2131]生物、植物及動物學

有關專業人員

產品應用開發副研

究員
       30,000 1

465 轉角股份有限公司 (70146)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2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服務員        26,000 2

466 轉角股份有限公司 (70146)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2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餐飲服務員        26,000 2

467 轉角股份有限公司 (70146)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2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28,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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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轉角股份有限公司 (70146)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2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28,000 1

469 寶食餐飲有限公司 (7084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466號 [5120]廚師 廚師助理        26,400 2

470 寶食餐飲有限公司 (7084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466號 [5139]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外場服務員        26,400 1

471 鐳達實業有限公司
(72351)臺南市西港區慶安里中州26-10

號
[4322]生產事務人員 品保人員        25,000 1

472 鐳達實業有限公司
(70060)臺南市中西區臨安路１段261號

2樓
[2431]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行銷美編人員        25,000 1

473 鐵人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70444)臺南市北區西門路３段134號5

樓之6
[2432]公關專業人員 行銷企劃        26,000 1


